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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 

妊娠合并糖尿病可分为两种类型： 

1. 糖尿病合并妊娠：孕妇在妊娠前已明确诊断为糖尿病

患者； 

占妊娠合并糖尿病总数的10~2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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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妊娠期糖尿病（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, 

GDM）：是妊娠期首次发现或发生任何程度的对葡萄糖耐

量下降或明显的糖尿病，不论是否需要用胰岛素进行治

疗，也不论分娩后这一情况是否继续，均可诊断为妊娠

期糖尿病. 

妊娠期糖尿病占妊娠合并糖尿病的80%以上，占妊娠总数

的1~5% 

分娩后多恢复正常，但仍有33.3%的病人于产后5~10转为

糖尿病  

 



妊娠对糖尿病的影响 

1. 葡萄糖需要量增加： 

 胎儿不断从母体中摄取葡萄糖； 

 因早孕反应摄入较少； 

 雌孕激素增加了对葡萄糖的利用； 

 肾小球对糖的滤过率增加，而肾小管的重吸收率不增

加； 

严重者可导致饥饿性 

痛症酸中毒 

或低血糖昏迷 



妊娠对糖尿病的影响 

2. 胰岛素抵抗和分泌相对不足 

 胎盘分泌的激素和酶具有拮抗胰岛素的功能，使孕妇

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； 

 随着妊娠进展，血容量增加，血液相对稀释，胰岛素

相对不足； 



糖尿病对孕妇的影响 

1. 自然流产发生率增加 

 15~30%的糖尿病患者因高血糖而发生流产； 

2. 羊水过多发生率增加 

可能与胎儿高血糖、高渗透性利尿所致，发生率较非糖

尿病妇女高10倍 



糖尿病对孕妇的影响 

3.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率增加 

 可能与糖尿病的血管病变有关； 

 是非糖尿病妇女的3~5倍，若合并肾脏病变时，发生率

高达50%； 

4. 手术产率增加 

巨大儿发生率增加，且孕妇对糖原利用不足导致产程

延长，因此手术产率增加 



糖尿病对孕妇的影响 

5. 孕产妇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机会增加 

糖尿病病人的白细胞有多种功能缺陷，趋化性、吞

噬作用、杀菌作用均明显下降，因此其感染机会增

加  



糖尿病对孕妇的影响 

6. 易发生酮症酸中毒 

高血糖及胰岛素不足，代谢紊乱导致脂肪分解加速，

血清酮体增加； 

妊娠早期易发生饥饿性痛症酸中毒 

分娩时，宫缩消耗大量糖原，产妇进食少，容易发生

酮症酸中毒 

    

   酮症酸中毒是导致胎儿畸形、缺氧、死亡的重要原因 



糖尿病对胎儿的影响 

1. 巨大儿发生率增加 

由于母亲高血糖、高脂肪酸刺激胎儿胰岛素分泌增加，

导致巨大儿发生率增加，高25~40% 

2. 胎儿畸形发生率增加 

发生率为6~8%，与代谢紊乱有关，特别是高血糖密切

相关，是非糖尿病孕妇的3倍 



糖尿病对胎儿的影响 

3.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（FGR） 

发生率大约为21%，与血管病变有关； 

4. 早产发生率增加 

约为10~25%，与妊娠期合并症（羊水过多、妊娠期高

血压、酮症酸中毒等）有关； 



糖尿病对新生儿的影响 

1.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增加 

 高血糖刺激胎儿胰岛素分泌增加，形成高胰岛素血

症，拮抗糖皮质激素对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合成，

导致胎儿肺成熟延迟； 

2. 新生儿低血糖 

 与高胰岛素血症及未及时喂养有关； 



糖尿病对新生儿的影响 

3. 低钙血症及低镁血症 

 发生率约为10~15%，与代谢紊乱有关 

4. 高胆红素血症及红细胞增多症发生率增加 

 与代谢紊乱有关 



GDM的筛查与诊断 

血糖测定：空腹血糖水平（5.6mmol/L）； 

筛查试验：于孕24~28周筛查，50g葡萄糖口服，1h后

测血糖水平（7.8mmol/L）； 

诊断试验（OGTT）：75g葡萄糖口服，空腹及服糖后1、

2、3h后血糖水平（5.6、10.3、8.6、6.7mmol/L）； 



处理原则 

1. 妊娠前：糖尿病不是妊娠的禁忌症，但合并以下并发

症时，不宜妊娠： 

 严重的心血管疾患； 

 肾功能减退； 

 眼底增生性视网膜炎 



处 理 原 则 

2. 妊娠期： 

 饮食控制 

 药物治疗 

 加强母儿监护 

3. 分娩期 

 分娩时间及分娩方式的选择 

4. 产褥期 

 低血糖症的预防 

控制血糖 



护理措施 

1. 妊娠期糖尿病的筛查 

危险因素评估（糖尿病家族史、孕前体重>90kg、既往

巨大儿史、多囊卵巢综合征、不良孕产史、羊水过多

等）； 

孕24~28周做糖尿病筛查，有异常者行OGTT 



护理措施 

一、妊娠期 

目标：控制血糖水平、监测胎儿生长发育 

1. 饮食控制： 

 要保障孕妇充足热量和蛋白质的摄入，补充适当的维

生素、叶酸、铁、钙，避免胎儿营养不良，同时又要

控制好孕妇的血糖水平； 

 热量分配：早-中-晚：1/5：2/5：2/5； 

 使空腹血糖<5.6mmol/L，餐后2小时血糖<6.7mmol/L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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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．药物控制血糖 

 根据血糖水平决定胰岛素的用量； 

 药物可选用短效和中效胰岛素（忌用口服降糖药） 

 胰岛素的用量根据血糖水平，原则：随着妊娠进展胰

岛素用量增加，至32~33周达高峰，随后略减少，分娩

前及分娩中用量减少或停止，产后逐渐减少用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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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血糖监测 

增加产前检查，使空腹血糖<6.1mmol/L，餐后2小时血

糖<6.6~7.8mmol/L，糖化血红蛋白<7%，尿酮体阴性； 

并发症监测： 

 水肿、蛋白尿监测 

 羊水量监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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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胎儿监测 

胎儿生长发育监测：巨大儿、FGR 

胎儿安危监测：胎动计数、B超、脐血流检查； 

胎盘功能监测：NST、OCT； 

胎肺成熟度监测：L/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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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心理护理： 

提供信息； 

调动家庭支持； 

积极应对妊娠、分娩、产后的相关压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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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娩期： 

分娩时间的选择：加强母儿监护、控制血糖水平、促

进胎儿成熟（38~39周终止妊娠）； 

依据：胎儿大小 

        胎龄 

        胎儿肺成熟度 

        胎盘功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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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娩方式的选择： 

   剖宫产：巨大胎儿 

           胎盘功能不良 

           糖尿病病情严重 

           胎位异常 

           阴道分娩中出现胎儿窘迫或产程进展缓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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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止妊娠前注意事项： 

  1. 终止妊娠前应肌注地塞米松5mg，Bid，共2天，以

促进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产生 

  2. 终止妊娠当日及结束后，胰岛素用量要减少，以防

低血糖发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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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娩期 

第一产程： 

 鼓励产妇进食，并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； 

 预防低血糖，监测血糖水平，不低于5.6mmol/L，

可按4g糖+1U胰岛素比例进行补液； 

 观察是否有心悸、出汗、脉搏加速等低血糖表现 



护理措施 

二、分娩期 

第一产程： 

 观察子宫收缩，预防宫缩乏力 

 12小时内结束分娩（产程超过16小时易发生痛症酸

中毒） 

 胎儿监护，必要时可用持续电子胎心监护； 

 预防感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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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分娩期 

第二产程 

 做好产钳助产的准备，预防肩难产 

 胎儿前肩娩出后肌注20U催产素预防产后出血 

第三产程 

 预防胎盘滞留 

 预防宫缩乏力及出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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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产褥期 

产妇监测 

 监测血糖变化，及时调整胰岛素用量； 

 观察有无低血糖表现：心悸、出汗、脉搏加快； 

预防产后出血 

 子宫收缩 

 恶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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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产褥感染 

 预防性应用抗生素； 

 伤口及会阴护理； 

鼓励母乳喂养 

鼓励亲子互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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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儿护理 

 按早产儿护理 

 新生儿娩出后30分钟喂25%葡萄糖水； 

 观察有无低血糖、低血钙、高胆红素血症、新生儿

呼吸窘迫综合征； 

 保暖、吸氧、早开奶； 



Thank you! 


